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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两国正式签署贸易协定
相互减免农产品关税 进一步开放相关市场 但这一协议不包括汽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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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因斗门大桥维护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9年 10月 18

日至 12 月 30 日每天晚上 10 时至次日早上 6 时，封闭斗门

大桥伸缩缝路段一条机动车道，另一条机动车道供车辆

交替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0月9日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督分局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公告。

机构名称：珠海南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珠海南屏村镇银行
机构编码：S0036H344040001
许可证流水号：No00370126
设立日期：2014年07月03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营业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湾北路45号南屏商业中心一楼

（层）1F070、四楼（层）4F014
邮政编码：519060 联系电话：0756-8913616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督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督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019年10月10日

通 告
因检测隧道需要，现决定对板樟山隧道、凤凰山隧道

实施以下交通管制：

一、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7 日每日 0:00 至 6:00，

封闭凤凰山隧道一条机动车道。

二、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5 日每日 0:00 至 6:00，

封闭板樟山隧道一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0月8日

通 告
因珠海隧道工程勘察钻探需要，现决定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1月 25日，对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一、每日 23:00 至次日 6:00，封闭珠海大道（珠海大桥西端

至鹤洲加油站路段）双向各一条机动车道。

二、每日 23:00 至次日 6:00，封闭珠海大道（珠海大桥东端

至珠海大桥东公交巴士站路段）双向各一条机动车道。

三、封闭环港西路、江堤无名路、珠海大道旁无名路一条机

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0月9日

出租小汽车营运牌有偿牌号产权公示
现有出租小汽车持牌人黄春来等持有以下营运牌照。

拟在本中心进行产权转让，有异议者，于本公示刊登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将书面异议资料送达本中心，期满无异议，本中心将依法给予办
理相关手续。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二楼窗口
联系电话：0756-2538098 联系人：王先生
市交通运输局监督电话：0756-2519838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0月10日

黄春来

黄春来

陈惠霞、陈惠芳

0122

0440

0521

珠（牌照）第3581号

珠（牌照）第3598号

珠（牌照）第0439号

粤C688F5

粤C673X9

粤CR1296

一、标的内容：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岸大道东832号招商大厦厂房
出租（第二次）。二、报名时间：2019年10月10日至2019年10月22日17
时（上班时间为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节假日除外）。三、详
细信息须登录网址：登录http://ggzy.zhuhai.gov.cn/，并在项目信息公告
表“相关资料下载”处下载相关资料或亲临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详
情。四、联系地址：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德城路金湾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窗口，联系人：刘小姐，电话：0756-7260572。

珠海市三灶管理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0月10日

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公告

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公告（第二次）
一、标的内容
租赁横琴银河街1号综合楼三楼部分场地。
二、报名时间
2019年9月23日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 17 时（上班时间为上午

8：30-12:00，下午2:30-5:30，节假日除外）。
三、详细信息须登录网址
登录http://ggzy.zhuhai.gov.cn/，并在项目信息公告表“相关资料

下载”处下载相关资料或亲临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详情。
四、联系地址
珠海市香洲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2楼交易窗口，联系人：陈小

姐、陈先生、郑先生，电话：0756-2538182、2538702、2602651。
珠海琮盛物流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0月10日

减免农产品关税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贸易协议
由日本驻美大使杉山晋辅和美国贸
易代表莱特希泽签署，预计最快将
于明年1月1日生效。

根据贸易协定，日本针对多数
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税率将降至“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的水平。日本将对价值
大约72亿美元的美国食品和农产

品减免关税，包括降低牛肉、猪肉和小
麦等产品的税率，免除杏仁和胡桃等
产品的关税。美国将对价值4000万
美元的日本农产品削减关税，同时放
松进口日本牛肉的关税配额限制。

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严重损害了美国
农民的利益。出席签署仪式的特朗普
表示，该协议对日美双方而言都是巨大
的成功。特朗普表示，“我爱我们的农
民和畜牧业者，我们一直为他们努力。”
特朗普表示，协议将帮助美国农产品进
入日本这一关键的海外市场。

据共同社报道，去年年底生效的
CPTPP以及日本与欧盟的自由贸易
协定已经在冲击日本国内市场，日美
贸易协议进一步招致日本农民抱怨廉
价农产品涌入市场。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7日在日本国会说，政府将采取所
有可能的措施解决农民的关切。

美日官员7日还签署了一份关联
电子贸易的协议，同意对影片、音乐和
电子书等数码产品征税，并扫除跨境
数据传输方面的障碍。协议所涉及的
电子产品贸易额约为400亿美元。

据日本媒体报道，美日签署的贸
易协议最快明年1月1日生效。日本

外务大臣茂木敏冲表示，日本计划
让这份协议尽快生效。茂木敏冲表
示，如果美国想从明年1月1日开
始实施贸易协议，日本没有异议。

市场期待更广泛协议

日美贸易新协议把汽车产品排
除在外，美国维持对日本汽车和零
部件2.5%关税税率。据美联社报
道，美日新协议没有解决双方对汽
车产品关税问题的分歧，日本汽车
制造商对美国维持征收日本汽车
2.5%的关税感到失望。共同社报
道，如果美国留在TPP，输美日本汽
车原本可以免税。

特朗普2017年 1月就任美国
总统后宣布退出TPP，日美去年9
月同意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后，日方
坚持在TPP约定税率范围内与美
国谈判。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
特希泽说，美日将在下一轮谈判中
解决进口汽车关税事宜，谈判预期
明年4月开始。共同社报道称，日
方将寻求完全免除汽车和零部件关
税，但获美方同意的可能性不大。

美方一直抱怨对日贸易存在巨
大逆差。路透社报道，美国对日本

贸易逆差大约670亿美元，其中大
部分源于汽车产品。特朗普先前以
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多次威胁对进
口汽车加征关税。

安倍晋三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
期间曾表示，特朗普保证美国不会
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

美国商界期待美日达成更广泛
协议，从而使美国企业能有更多机
会进入日本市场，比如医药和保险
等行业。特朗普先前曾表示，美日
将继续致力于达成一份更为全面的
贸易协议。

多项贸易谈判遇阻力

除了日本，美国目前正试图与
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多个关键
贸易伙伴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美欧在航空和汽车等领域的贸
易争端由来已久，目前呈现加剧的
趋势。世界贸易组织2日裁决，就
欧盟违规补贴空客公司，美国将有
权向欧盟征收报复性关税。裁决发
布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立即表
示计划对一系列欧盟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欧盟表示，可能会采取报复
措施。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1978年 3月18日至31日，全
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
大会的代表达6000名，盛况空前。
这次重要会议通过了《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
案）》，表彰了 826 个先进集体、
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
重要讲话。他宣告：“四人帮”肆
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
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他
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
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
种谬论，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
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点。他的讲话澄清了科

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是非，打破了
长期禁锢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
的精神桎梏。

“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在座谈发言中，中青年科学家激情
满怀，老年科学家壮心不已。著名
数学家陈景润向大会作了题为《科
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发言，道
出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
院长郭沫若作了题为《科学的春
天》的书面发言。他向广大科学工
作者表达了期望中华民族创造“一
部巨著”的心愿，“这部伟大的历史
巨著……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
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科学的春天来了。这次大会，
题在科技，意在全局。它确立了科
技工作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我国科
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向
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总动员令，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
极大的推动作用。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科学的春天

据外媒报道，美日两国政
府7日在美国白宫正式签署了
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日本
将调降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税
率，美国也将对日本农产品削
减关税，同时进一步开放相关
市场。但这一协议不包括汽车
产品，相关磋商将继续进行，双
方期待能够达成更广泛的贸易
协议。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9日宣布，向叙利亚北部发动代号为“和平喷泉”的军事行动。土耳其军队连日来在土
叙边境集结，部署重型武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5日表示，土耳其将于近日在叙利亚北部的幼发拉底河以东地
区发起军事行动，以肃清在叙边境地区活动的库尔德武装，并将在叙境内设立“安全区”。

上图：10月9日，军车在土耳其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基利斯集结。 新华社/路透

土耳其“和平喷泉”军事行动开始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9日
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将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来自美
国的科学家约翰·古迪纳夫、斯坦
利·惠廷厄姆和日本科学家吉野彰，
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研发领域
作出的贡献。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介
绍，轻巧、可充电且能量强大的锂离
子电池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应用于手
机、笔记本电脑、电动汽车等各种产
品，并可以储存来自太阳能和风能

的大量能量，从而使无化石燃料社会
成为可能。

上世纪70年代，惠廷厄姆发现了
一种能量丰富的材料，这种由二硫化
钛制成的材料可以嵌入锂离子，所以
可被用作锂电池中的阴极。古迪纳夫
推测，如果用金属氧化物来替代金属
硫化物制造阴极，电池将具有更大的
潜力。经过系统研究，他在1980年证
明了嵌入锂离子的氧化钴可以产生4
伏的电压。

在古迪纳夫研制出的阴极基础

上，吉野彰1985年开发出了首个接
近商用的锂离子电池。他并未使用
活泼的金属锂做阳极，而是使用了
焦炭，这种碳材料可以像氧化钴一
样提供容纳锂离子的空间。锂离子
在阴阳极之间运动产生电流。

一个轻巧耐用、在性能下降前
可充放电数百次的电池由此产生。
自1991年首次进入市场，锂离子电
池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种电
池奠定了无线、无化石燃料社会的
基础，对人类具有极大益处。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科学家均
已70岁以上。其中，1922年出生、
现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校区的古迪纳夫已97岁，打破了诺
贝尔奖获得者的最大年龄纪录。三
人中年龄最小的日本旭化成公司名
誉研究员吉野彰今年也已71岁。

吉野彰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中
说，“好奇心是驱使我开展研究的动
力”，气候变化是当今非常严峻的挑
战，锂离子电池能为解决这一问题
提供很大帮助。

美日三名科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阿富汗政府8日证实，“基地”
组织南亚分支头目阿西姆·奥马尔
在阿富汗政府军和驻阿富汗美军9
月发起的突击行动中丧命。

控制事发区域的阿富汗塔利班
否认奥马尔已死。驻阿美军拒绝回
应。“基地”组织没有证实这一消息。

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媒体
“推特”说，奥马尔“和其他6名‘基
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成员毙命，
其中大部分是巴基斯坦人”。这6
人中包括一名获称“拉伊汉”的男
子，是“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
里的信使。突击行动发生在阿富汗
赫尔曼德省穆萨堡一处塔利班控制
的建筑群内，是一项从9月22日持
续至23日夜间行动的一部分。美
军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援。

“基地”通常活跃于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2014年设立印度次大陆分
支，试图在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招
募追随者。奥马尔自这一分支创建
之初即由扎瓦希里宣布为分支头
目。他先前不为人所知。

（新华社专特稿）

“基地”南亚分支
头目毙命阿富汗

新华社沈阳10月9日电 对高
校人事管理工作做到“零审批、零审
核、零备案”、取消高校新增专业申报
的限制条件、高校聘请外籍专家和教
师不再经过教育厅审核……辽宁省
教育厅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检视出30项不适应教育改
革发展需要、社会和群众关注度高的
问题事项，全面推行“放管服”改革，
助力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这30项事项涵盖高校人事管
理、学位管理、专业设置、招生考试、
对外合作等多个领域。辽宁省教育
厅印发了系列文件，下放事项13
项，取消事项10项，优化简化流程
事项5项，实行分类管理事项2项。

事项从类型上分为三类。在切

实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方面，将省
属高校绩效工资总量、组织实施公
开招聘和人员交流调整等事项交由
高校自主确定进行，使省教育厅对
高校人事管理工作做到“零审批、零
审核、零备案”。从2020年起，辽宁
省教育厅不再统一组织省成人本科
生学士学位外语课程考试，由各学
位授予单位自行组织，强化了学位
授予单位的主体地位。

在促使学校办出特色，保证办学
质量方面，规定高校可根据学校自身
情况和辽宁经济产业发展需要，自
主设置新增专业和进行专业结构优
化调整，辽宁省教育厅不再组织对
高校申报的新增专业审核，取消高
校新增专业申报的限制条件。

人事管理零审批、零审核、零备案
辽宁：高等教育领域推行30项“放管服”新政

新华社郑州10月9日电 河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近发布
通知，要求各地人社部门在今年组
织实施教师正高职称评审推荐时，
会同教育部门进一步加快教师职称
改革。其中，为鼓励各地把特别优
秀教师推荐出来，全省中小学教师
正高职称评审推荐人数今年将在国
家核准基础上上浮30%。

通知明确指出，各地、各有关单
位要根据国家和河南省中小学教师
职称评审工作要求制定科学的推荐
办法，坚持以德为先，切实把师德高
尚、教学技艺精湛、教育教学业绩卓
著、为基础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在本教育领域享有较高知名度、同
行公认的教育教学专家推荐出来。
要坚持向一线教师倾斜原则，担任
学校和教研机构行政领导（正、副
职）职务的，不得超过当地推荐总人
数的20%。

针对职业高中教师职称改革，通
知还指出，今年职业高中教师仍按中
小学教师职称系列申报职称。但从
2020年起，河南省将全面实施“职业
高中教师职称并入新设置的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职称”改革。届时，原评
聘为中小学教师职称的职业高中教
师，不需转评，可直接申报中等职业
学校职称系列高一级职称。

河南加快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


